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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01111 年年 55 月月 33 日日记记者者招招待待会会   
税税务务局局局局长长讲讲词词   

 

各位传媒朋友： 

多谢大家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。 

  

发发出出 22001100--1111 年年度度个个别别人人士士报报税税表表 

今天税务局发出了 205 万份 2010-11 年度的个别人士报税表，其

中 18 万份是电子报税表；其余的则是传统的纸张报税表。选取电子报

税表的「税务易」用户可以即时上网查阅他们的报税表，其他纳税人则

要等待一两天才会收到邮寄的报税表。 

财政司司长在 2011-12 年度预算案提出了一些税务宽减措施，包

括提高子女免税额、供养父母、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免税额、和长者住宿

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。他也建议宽减 2010-11 年度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

税百分之 75 的税款，上限为 6,000 元。 

薪俸税纳税人只须如常填报报税表，无须特别就上述的措施提出

申请。 

收取租金或经营业务的个人，如符合资格，可在填报 2010-11 年

度报税表时申请个人入息课税，以享有该年度的税项宽减。税务局会就

每宗申请验算个人入息课税可否减轻申请人的税负，并以对他最为有利

的方式评税。 

政府已就这几项建议展开了立法程序，待有关法例获立法会通过

后，税务局便会在本年度发出的税单落实有关宽减措施。 

纳税人请准时于 1 个月内（即 6 月 3 日或之前）填妥及递交报税

表。经营独资业务的人士，交表限期则为 3 个月（即 8 月 3 日或之前）。 

今年我们会继续在税务局网页登载「网上税务讲座」，发放填写

各种报税表的资讯，并设有问答专栏解答市民疑问。此外，税务局从今

天起的一个月内会特别调配员工，支援电话查询热线，并延长服务时间，

解答市民有关报税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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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网上上报报税税  

  接着下来，我想谈一谈网上报税的情况。 

网上报税对薪俸税纳税人来说，实在非常方便。我们的电脑系统，

会依据你上次网上报税的资料，再加上你雇主为你填报的薪酬及退休金

资料，预先在网上报税表内为你填妥个人资料、入息和免税额等，你只

需要填上扣除项目，例如居所贷款利息或慈善捐款等，就可以在网上提

交你的报税表。你亦可以即时计算出来年要缴交的税款。此外，你亦可

以将所递交的电子报税表，储存在你的电脑内，方便日后随时查阅。 

使用网上报税，首先要开立个人的「税务易」eTAX 户口。开户

流程在一会儿派发的资料夹内有详细的介绍。 

为鼓励市民使用网上报税，所有经网上递交的报税表都可以获得

延期。个别人士报税表可获自动延期一个月，由于 7 月 3 日是星期日，

即延期至 7 月 4 日交表。经营独资业务的人士，亦可获自动延期一个月

至 9 月 3 日交表。除了今天发出的个别人士报税表外，「税务易」用户

还可以在网上填报物业税和利得税报税表。物业税报税表已于 4 月 1 日

发出，交表期限为一个月，由于 5 月 1 日及 2 日都是假期，所以今天（5
月 3 日）是递交物业税报税表的最后限期。不过，网上递交的话，可获

自动延期两星期至 5 月 17 日。另外，税务局亦同时在 4 月 1 日向企业

发出了利得税报税表。虽然这些企业可按其年结日期申请延期，但如使

用网上报税，企业仍可申请额外再延期两星期交表。 

  

国国际际税税务务协协定定  

除了报税表外，我也藉此机会谈谈香港在国际税务协定方面的最

新发展。 

在过去一年，香港在国际税务协定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。在 2010
年 3 月，我们完成了修订《税务条例》的工作，容许我们采用经济合作

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最新的资料交换条文，与缔约伙伴交换资料。自

去年 3 月至今天为止，香港已分别与 15 个国家签订了全面性避免双重

征税协定，简称 CDTA （Comprehensive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），
其中 5 份现已生效。此外，我们现正与另外十多个国家就订立 CDTA 进

行磋商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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若计算香港在 2010 年之前所签订的 5 份 CDTA 在内，香港现时

已总共与 20 个国家或地区签订了税务协定，这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有很

大的帮助。 

在这里我想补充一下。在制定税务协定的谈判伙伴和时间表时，

我们会优先考虑我们的主要贸易伙伴，及一些具经济发展潜力的国家。

我们亦会慎重考虑业界的建议。我们并不着意协议数目的多少，因为全

球税务论坛已明确表示，一个地区是否被列为「不合作税务管辖区」，

取决于该地区是否与缔约国进行有效的资料交换，而不是签订了多少份

税务协定。 

当签定税务协定后，香港方面会从速完成有关立法程序，但仍须

等待缔约国完成它们的确认程序。因此，在个别情况下，或需要较长时

间协议才可以生效。为让市民获悉最新的资讯，税务局刚刚更新了网页

的设计，并加入更详尽的资料，包括与缔约国签署协定后的立法进程，

让大家了解各协定和谈判的最新情况。新网页今天下午开始使用。 

  

税税务务局局税税收收情情况况 

现在让我谈谈税务局上个财政年度的税收情况。 

2010-11 年度，税务局整体税收创出历史新高，达 2,090 亿元，

较上一个年度的 1,791 亿元上升 299 亿元，升幅百分之 17。 

税务局税收占最大比重的是入入息息及及利利得得税税，即包括薪俸税、利

得税及物业税。这些直接税项年内录得共 1,430 亿元总收入，占税务局

全年总税收百分之 68，较上一年度的 1,232 亿元上升 198 亿元，升幅百

分之 16。 

跟着，我会谈谈各种主要税项在过往一年的表现。首先谈利利得得税税。

香港经济在 2010 年全面复苏，成功克服早前金融危机触发的全球经济

衰退，利得税收入重拾升轨。2010-11 年度收到的税款，主要是按 2009-10
课税年度的收入来评定。评税资料显示，2009-10 年度利得税整体应评

税利润上升百分之 7 [表十二]，申请缓缴 2010-11 年度暂缴税的个案减

少百分之 27 [表九] ，令评定的税款上升百分之 20 [表六] ，加上欠税

比率下降 2.3 个百分点 [表八]，进一步推高利得税税收。全年共收利得

税 932 亿元，较上一年的 766 亿元，上升 166 亿元，升幅百分之 22 [表
一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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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薪俸俸税税方面，纳税人整体收入在 2009-10 课税年度录得百分之

2.5 的增幅 [表十一]，加上该年度的退税幅度较之前一年为低 [2009-10
年度的税款扣减百分之 75，以 6 千元为限；而对上一年度的扣减为百分
之一百，以 8 千元为限]，及申请缓缴 2010-11 年度暂缴税的个案减少百

分之 30 [表九] ，令 2010-11 年度薪俸税整体评定的税款上升百分之 9 
[表六]。同时，逾期欠税的比率则下降 0.3 个百分点[表八]，令薪俸税收

入攀升至 443 亿元，较上一年的 413 亿元，上升 30 亿元，升幅百分之 7 
[表一]。 

印印花花税税税收也持续上升。2010-11 年度，蓬勃的物业和股票市场，

为印花税带来可观的税收。全年的印花税收入为 510 亿元，较上一年度

的 424 亿元，上升 86 亿元，升幅百分之 20 [表二]。 

博博彩彩税税税收表现也十分突出。来自赛马、六合彩和足球的博彩税

均录得增长。全年博彩税税收为 148 亿元，较上一年度的 128 亿元，上

升 20 亿元，升幅百分之 16 [表三]。 

整整体体税税收收总额比本年 2 月公布的修订预算略低了百分之 1[表
四]。 

展望来来年年，政府预算入息及利得税的收入为 1,456 亿元。印花税

会直接受到物业和股票市场的表现影响。不论任何时候，要准确预测未

来全年市场表现是十分困难的，所以我们对本年度的印花税税收做了一

个较为审慎的预算，即 400 亿元。综合来说，税务局整体税收预算为 2,010
亿元，跌幅为百分之 4[表十五]。 

  

迟迟交交报报税税表表罚罚则则  

最后，我想再次呼吁，请各位纳税人准时递交报税表，以免触犯

有关法例。 

有关税收数字，填写报税表和网上报税的资料，我们准备了一些

资料单张，同事现在会分派给大家。 

多谢各位！ 


